
1 
 

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回復事項一覽表 

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數 

1 游議員輝宂 108/05/27 
中和捷運路 61 巷正中央建物阻擋

道路開闢，請市府研擬可行方案。 
工務局 2 

2 游議員輝宂 108/05/27 請加速推動中和污水下水道工程。 水利局 3 

3 游議員輝宂 108/05/27 
請市府增加金山板南公園體健設施

並加強環境維護。 
民政局 4 

4 游議員輝宂 108/05/27 

員山公園週六日及例假日停車位不

足，建議研擬前國防管理學院運動

場開闢地下停車場。 

交通局 5 

5 游議員輝宂 108/05/27 
建議新北敬老卡點數使用範圍擴大

至運動中心。 
社會局 6 

6 游議員輝宂 108/05/27 

希市府補助 65 歲以上長者施打 13

價肺炎鏈球菌結合型疫苗

(PCV13)。 

衛生局 7 

7 游議員輝宂 108/05/27 
為改善和平黃昏市場垃圾堆積情

形，希市府增設監視系統。 
環保局 8 

8 游議員輝宂 108/06/13 
請協助捷運環狀線(一階)工程完工

後，中和板南路人行道改善作業。 
捷運局 9 

9 游議員輝宂 108/06/13 

捷運環狀線秀朗橋站連接之空橋設

計為透明玻璃，請研議改善以維護

裙裝者隱私及安全。 

捷運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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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中和捷運路 61 巷正中央建物阻擋道路開闢，請市府研擬可行方案。 

 

答復內容： 

本案已納入瓶頸打通專案辦理，並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地上物協議價購會議，

期間為促成價購另已多次聯繫地主，惟地主目前仍考量未來土地整體開發或容積移

轉需要，未同意讓售土地，本府將持續與地主協調，俾利本案推動。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新建工程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股長宗龍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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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加速推動中和污水下水道工程。 

 

答復內容： 

一、 中和第一期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已於 99 年全數竣工，本府刻正委請內政部營

建署代為辦理第二期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建設期程預計至 110 年。 

二、 第二期實施計畫規劃辦理 11 個工程標案，目前已全數發包完成，現階段剩第

7、10、11 等 3 個在建標施作中，分別預計 108 年 10 月、110 年 4 月及 110 年

11 月完工。 

三、 本府同步與內政部營建署洽談第三期建設代辦事宜及相關施行計畫（實施計畫

預定期程：111～115 年）。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污水下水道工程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技正敏政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715 

 

  



4 
 

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增加金山板南公園體健設施並加強環境維護。 

 

 

答復內容： 

旨揭公園為台鐵土地，原為鐵道，後開發成休閒步道，已立即請公所加強環境維

護，另體健設施部分已於 108 年 6 月 17 日函請公所依地方需求評估設置，公所將針

對全區公園設施改善上網招標，預計 108 年 6 月底委託技術服務設計開標，俟設計

完成後，工程案再上網招標。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方自治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長力友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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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員山公園週六日及例假日停車位不足，建議研擬前國防管理學院運動場開闢地下停

車場。 

 

答復內容： 

一、旨揭基地為文中小用地，周邊平假日汽車需供比分別為 1.67 及 1.7，以開挖地

下二層興建地下停車場可提供 236 格小汽車位及 61 格機車位，興建費用 2.7 億

元，惟用地為國有，興建停車場須有償撥用經費 5.1 億餘元，又因國有地有償

撥用費用不屬前瞻計畫補助範圍，故成本無法回收。 

二、查擬定中和都市計畫(國防管理學院及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文中小用地應多

目標興建地下停車場，惟為免停車場先行興建影響校舍建築，故建議俟學校開

發計畫明確且用地完成撥用後，再行研議多目標興建公共停車場。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停車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葉簡任技正燿墩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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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新北敬老卡點數使用範圍擴大至運動中心。 

 

答復內容： 

一、 依老人福利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搭乘大眾運輸

工具，不限搭乘次數皆可獲半價優待。 

二、 為增進本市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行的福利，本市再提供其每人每月 480 點（即

480 元）免費搭乘公車，自 108 年 6 月 1 日起，敬老卡及 65 歲以上愛心卡持

卡人免費點數可擴大使用於臺北捷運及新北捷運。 

三、 本市有許多其他縣市沒有的老人福利，持有本市愛心卡、敬老卡者及市民至本

市公營場館均免費、免扣點，包括鶯歌陶瓷博物館、黃金博物館、十三行博物

館、淡水古蹟博物館、坪林茶葉博物館以及國立古蹟林本源園邸等。另本市各

國民運動中心每日均設置有免費公益時段，提供 65 歲以上市民免費使用。六

都之中將免費點數擴大使用於國民運動中心的僅有桃園市與臺中市。 

四、 本市 108 年老人及 6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免費點數搭乘公車及捷運預算約新臺

幣 9 億 3,259 萬 2,000 元整（包括社會局預算新臺幣 8 億 3,259 萬 2,000 元整

及交通局預算新臺幣１億元整），若再增加免費點數使用範圍，經費勢必大幅

增加，恐將排擠其他福利服務之經費支出。 

五、 綜上，增加免費點數使用範圍事宜，將視財源狀況再行研議。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老人福利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門委員逢明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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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0日 

質詢事項： 

希市府補助 65 歲以上長者施打 13 價肺炎鏈球菌結合型疫苗(PCV13)。 

 

答復內容： 

一、 國家各項疫苗接種政策係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訂定及建議，目前全國公費

肺炎鏈球菌疫苗對象為 75 歲以上，而本府之疫苗推動均遵循配合國家疫苗政

策及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種組（ACIP）建議辦理。 

二、 我國已正式邁入高齡社會，本府為提供年長者更完善保護，將依據疾病的流行

狀況、嚴重度、優先對象及財源，妥適進行多方面評估後研議公費肺炎鏈球菌

疫苗擴大對象。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疾病管制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員雅涵 

聯絡電話：(02)22577155 分機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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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14日 

質詢事項： 

為改善和平黃昏市場垃圾堆積情形，希市府增設監視系統。 

 

答復內容： 

經本府環境保護局及市場處於 108 年 6 月 4 日下午前往和平黃昏市場現場會勘，現

場除市場內既有監視器外，環境保護局亦於和平街 65 巷口設置移動式監視器，以利

稽查人員採證。倘查獲民眾亂丟垃圾情事，即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告發，以改善現

場環境整潔。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清潔維護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邱科長庭緯 

聯絡電話：(02)29532111 分機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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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1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5日 

質詢事項： 

請協助捷運環狀線（一階）工程完工後，中和板南路人行道改善作業。 

 

答復內容： 

配合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計畫已規劃沿線板南路人行道進行更新改善，已完成人行

道拓寬及鋪面更新，後續將全面進行道路銑刨重鋪，預計於 108 年 8 月底前完成。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環狀工務所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李股長文浩 

聯絡電話：(02)22852086 分機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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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1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6日 

質詢事項： 

捷運環狀線秀朗橋站連接之空橋設計為透明玻璃，請研議改善以維護裙裝者隱私及

安全。 

 

答復內容： 

經查環狀線秀朗橋站前人行陸橋目前尚在施工中，本府捷運工程局預計於 108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邀請工程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本府養護工

程處、中和區公所等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研議改善處理方式。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土木建築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李股長文浩 

聯絡電話：(02)22852086 分機 510 

 

 


